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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校本課程發展示例 

椅子模型設計 

 
第三學習階段(初中科技教育第二年) 
 
(A) 主要特點 

教師期望學生在活動中能: l 學習家具設計概要 – 構造與功能 

 l ? 習投影圖、立體圖、標註表達技巧 

 l 學習人體工程學的基本概念 

 l 應用模型製作工具，包括手工具及機器 

 l 從實踐活動中分析各種常用的物料、善用製作模型常用物料 

 l 認識室內設計、空間設計的基本概念 – 環境與家具的融合 

 l 認識家具設計簡史、比較不同風格的家具設計 

 l 應用模型縮放技巧 

 l 發展自我研習能力、分析能力、解難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及表達能力。 

  

(B) 課業釋義 

在設計習作的過程中，學生可從不同的資源，如：互聯網、室內設計雜誌、家具店陳列

等途徑尋找不同的椅子種類、款式，認識簡單的室內設計、環境設計、家具設計概念。學生

認識家具設計的概要、家具的功能、家具與人、家具與環境的關係；學生須運用觀察力，利

用搜集得來的資料分析問題所在，在既有的條件內發揮創意、解決問題、思考未來家具發展

與人類活動、空間、環境的關係。 

此外，學生亦會學習人體工程學，認識人體基本尺寸並應用到家具設計上。學生在學習

家具設計的過程中，會比較不同風格、不同時代的椅子設計，從啟發中設計出具創意的椅子。 

在製作的過程中，學生學習立體繪圖表達技巧、模型縮放比例方法，並繪製出乎合人體

工學的椅子模型的設計立體圖。學生比較各種製作椅子家具的物料特性，並認識仿造模型的

物料，評鑑哪種物料適合製作縮小後的模型，應用在椅子模型的每個部分之中。選取合適的

模型製作物料後，學生學習使用工具切割各種材料，及認識多種黏合的正確方法。 

學生完成設計習作後，需要作出自我評估的作品，列出設計的優點及可改善的地方加以

分析並作出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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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綜合科技的各範圍 

此活動期望能涵蓋以下內容: 

學習元素 ? 容 

資料搜集 在合適資源如互聯網、室內/家具設計雜誌、家具店陳列中搜集相關資料 

設計分析 運用「腦地圖／心智圖」、「六何法」(何人/物/時/地/用、如何？)分析問題所在、

分析各種因素對設計的影響 

基本概念 認識人體工程學基本概念 

繪圖技巧 立體繪圖表達技巧、模型縮放比例方法 

物料處理 各類模型物料的切割、接合及完成處理。 

工具及儀器 安全使用鋸床和鑽床、選取及運用合適工具、機器以實踐設計概念 

安全與健康 熱熔膠槍、保護性衣物、工作態度、工作區的良好管理 

 

(D) 預期的學習重點 

知識範圍 過程 影響 

學生應能: 學生應能: 學生應能: 

選擇合適的資料搜集

方法及資料分析 

l 利用各種合適的途徑尋找資料 l 分析搜集回來的各種資料 

繪製立體圖、設計圖 l 繪製合適尺寸的投影圖、立體設計圖 l 認識各種立體圖表達方法及

繪圖技巧 

理解縮放模型比例方

法 

l 利用縮放模型比例方法，按實物正確尺

碼縮小工件 

l 計算比例，並運用此方法縮小

或放大 

分析各種因素對設計

的影響 

l 分辨不同風格、功能的家具在不同環

境、對象中應用 

l 理解人體工學並利用人體尺寸的基本資

料設計合適的家具 

l 分析影響設計的因素，並在有

限的條件內解決難題 

l 理解乎合人類活動環境的基

本設施 

認識物料、選擇適當的

物料以製造模型 

l 描述各種製造家具的常用物料及其特性 

l 運用不同的物料製造模型 

l 分析物料的特性並能選擇適

當的物料來製造模型 

辨別用以製造模型的

各種工具，例如：切

割、打磨、黏合工具 

l 利用工具將材料切割成形 

l 利用比例 

l 在運用工具時， 確保個人的

安全; 

l 在運用各式工具時， 管理好

工作區，減少意外發生的機會 

評鑑設計優劣之處並

加以改善 

l 明白設計受多項因素影響 

l 評鑑設計優劣之處並加以改善 

l 應用測試、觀察和記錄，尋求最佳的解

決方案 

l 評鑑解決方法的效用 

l 對某製成品作有系統的測試

和分析 

l 進行自我評鑑及作出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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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課堂安排 

課堂 內容 / 重點 / 活動 教具 / 教材 

第一課 1. 介紹家具模型 – 椅子習作指引 5 mins 

2. 分析椅子的功能及人類對椅子的要求 10 mins 

3. 介紹家具設計簡史，不同風格的椅子設計 15mins 

4. 介紹人體工學與室內設計、空間設計及家具設計的關係 10 min 

5. 講解人體工學、人類活動的基本尺寸 15 mins 

6. 講解搜集資料的方法及途徑5 mins 

7. 課堂學習：15 mins 

l 設計分析 – 腦地圖、六何法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 

8. 課堂練習：10 mins 

l 讓學生分析不同因素對設計的影響  

9. 課後預備：自訂設計椅子的對象、環境；從不同途徑搜集相關

的椅子參考資料 

習作指引 

 

POWER POINT 

筆記 

筆記 

互聯網、雜誌、相關書

籍、資料 

 

筆記、圖表 

第二課 1. 學生分析、討論搜集得來的資料 10 mins 

2. 介紹縮放模型比例的方法 10 mins 

3. 認識物料：介紹製造家具的常用物料 10 mins 

4. 模型物料：介紹製作模型的常用物料 10 mins 

5. 介紹家具立體圖繪畫方法及技巧 15 mins 

6. 課堂練習（學生立體圖繪圖練習）：20 - 30 mins 

7. 設計及繪圖：20 mins – 40 mins 

l 學生運用搜集得來的資料、符合人體工學條件的合適尺寸、

設計分析結果，來繪畫設計草圖 

8. 分析及改良：10 mins – 20 mins 

資料、材料 

筆記 

實物 

 

繪圖筆記 

 

 

設計圖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1. 分析學生繪畫的草圖，改良學生的設計  

2. 分派材料  

3. 教導學生各種工具運用的技巧及處理各種物料的方法 

4. 製作並完成椅子模型 

 

第六課 1. 完成模型後，各同學展覽製成品 

2. 作品簡介 

3. 全班同學互相評分 

4. 填寫自我評估表格，分析自己可以改良的地方 

5. 老師綜合各同學的評分、自我評估後，為作品及學生表現、表

達能力、溝通能力等項目作出評分 

評分表 

自我評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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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評估 

可行評估活動及有關的評估者建議如下: 

學習期望 評估 評核者 

分析設計因素 報告、老師觀察 老師 

對各原理 (如：人體工學) 的理解、應用及實踐 作品、老師觀察 老師 

描述家具物料的物理特性 口頭回應 老師 

繪製家具立體設計圖 立體圖 老師 

參照簡單設計程序來製作產品、產品成果 報告、作品、老師觀察、自我

評估表格、同學互相評分表 

老師 

全體同學 

辨別用以製造產品的各式工具 老師觀察 老師 

利用工具將某一指定材料切割成形 老師觀察 老師 

利用工具將某一指定材料作完成處理 老師觀察 老師 

在運用各式工具時, 確保個人的安全; 老師觀察 老師 

在運用各式工具時, 管理好工作區 老師觀察 老師 

溝通能力、安全使用工具、正確的工作態度  老師 

表達技巧 老師觀察 老師 

 


